
郭善熙牧師被稱為韓

國「本世代最優秀的講道

者」。講道是他牧會的最

大武器。

一如他所說：「這

四十年來，我惟一做的就

是講道。」他是擺上生命

來講道，曾以系列解經講

道，帶動盼望教會復興。

經文：加拉太書一章18～24節

掃羅悔改信主

保
羅人生的戲劇性轉折出現在

使徒行傳第九章，他的悔改

成了改變人類歷史的契機。可以說，耶

穌釘死在十字架三日後復活這事以外，

最為重要的就是保羅的悔改。原本侷限

使命者的路

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

加拉太書解經系列(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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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命者的路

於耶路撒冷地區的福音得以廣傳，基督教在今日迅速擴展，保羅

實在功不可沒，他的影響無法估量。掃羅成為後來的保羅，正是

因為這次決定性的悔改，具有重要意義。過去，保羅參與殘害基

督徒和殺害司提反一事。由於司提反被殺，很多基督徒逃亡到大

馬色，熱心逼迫基督教信徒的保羅還要追到大馬色，抓住信主的

人，想把他們轉交公會。

不論男女老少，掃羅徹底迫害信徒，是積極的逼迫者。這種

人，竟然信主，成為使徒。是什麼力量使他有如此大的轉變呢？就

是在往大馬色的途中，掃羅遇見了耶穌，聽到主的聲音，受了祂的

指引。使徒保羅把這一事件看作神的啟示，他完全接受，知道這是

神的恩典而蒙召。從此，保羅的人生意義明朗化，就是要為主作

工，為福音奉獻一生。

如同保羅悔改，各位也都有類似經歷，才能在主面前悔改。

雖然不似保羅的悔改那樣驚心動魄，一定都有大大小小的信仰經

歷。關鍵在於如何重視如此難忘的事件，重要的是悔改之後的變

化。如果在神面前作出過新人生的決定，就要一路走下去，堅守

信心到底。

韓戰期間，存活成為最重要的問題，困境中有很多人在神面

前發誓，戰爭一旦結束，一定要作順服神、榮耀神的人，那麼，

就應該如此跟從主。可惜，很多人的決心持續不久，一旦日子轉

為安逸，生活進入正常軌道，就忘了當時的誓言。保羅與我們不

同，他不僅悔改，也正視這個人生的重大轉折，持續走完這條

路，不管路途有多麼艱難，仍然堅持走下去。沒有回頭，沒有退

怯，這正是使徒保羅的偉大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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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無關緊要。問題是，看見異象以後的態度總是會改變，一開始

非常激動，說：「啊！神給我啟示了！」過不了多久，便開始懷

疑：「我是不是在做夢？」

還有一個相似的例子，有人生了重病，群醫束手無策，他

只能向神祈求，病終於好了。這人對神的感謝實在難以形容，把

病得痊癒看為神的恩典。過了一段時日，有朋友來道賀：「你看

來真健康，那麼重的病，怎麼治好的？」讓我們聽聽這人怎麼

回答：「是啊，任何方法全用盡了，真不知道是什麼藥起了果

效。」

最初確認病得醫治是神的恩典，但是過了一些日子，反而

說是藥物起了效用，實在遺憾！我們得了神的恩典就應該重視，

珍藏於心，不管別人說什麼，不管環境有什麼改變，我們都要信

實。在神面前說的誓言，要倚靠信心照樣持守，以謙卑感恩的態

度順服神。可是，魔鬼總在攪擾我們，讓這樣的心起疑、改變，

終究被魔鬼奪走了。

保羅前往阿拉伯三年

使徒保羅卻不然，他深信大馬色的經歷是神的啟示、是蒙

召，他要用一生的來完成神賦予的使命，所以，有重要的經歷以

後，接下來如何行動才是關鍵，有難得的經歷後應該怎麼做呢？

找人商量還是用健康欠佳等理由來迴避神的呼召？如果這樣，很

容易陷入世俗，這便犯了極大的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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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時身體還沒完全康復，可是他沒有先回家，而是去了教會，

在神面前禱告以後才回家。他認為：「禱告隨時隨地都可以做，

可是我在神面前祈求康復，神應許了我的禱告，醫治我的病痛，

如今得到這樣的恩典，怎能不禱告？怎能先回家？」這就是美好

信實的心，每當遇到這樣的信心，我都禱告：「神啊，求 賜下

更多的恩典，求聖靈大大充滿，好讓他們健康、喜樂、充滿神的

愛。」請牢記，在有了信心的經歷以後，更為重要的，就是持守

這信心和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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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伯意味著什麼？有信心的經歷以後去阿拉伯，獨自在那裡，

究竟要做什麼？聖經沒有記載，可是據很多人說，他是去阿拉伯

禱告三年，按如今的說法，是學了三年神學。

即使保羅原本所學的也是神學。這過程也可以這樣解釋：

將宗教經歷知識化以後，再神學化，然後領受使命，最後是行動

化。有人一有了經歷，馬上就想作見證。我經常接到讓我煩惱的

電話：「牧師，我是某某人。」

「你是誰啊？我對你沒有印象。」

「您讓我在教會作見證吧，我剛剛得到神的啟示。」

往往，我會回答他們：「多些禱告吧，想一想以後再說。」

因為「阿拉伯三年」是必要的，經驗只是一時，但信心需要再次

檢驗，使信心知識化、體系化，對照經文，將神的話與信仰經歷

聯結。

另外，應將信心的經歷和日常生活加以協調，將這些神學

化。就是要知識化、神學化、一體化。神學不是別的，就是將聖

經的內容和啟示歸為一體，抓住脈絡，找出一貫性、樹立體系。

絕對不能脫離聖經，不能誤釋聖經。

使徒保羅在阿拉伯做了具體而深刻的研究，把耶穌基督的出

生，從亞伯拉罕開始追溯，將亞伯拉罕的「因信稱義」和「因信

耶穌得救」連結一起，這是驚人的發現、驚人的表白，是偉大的

神學。

保羅的神學可以概括為一句話：「因信稱義得救。」因為信

耶穌，罪得赦免，蒙恩得救，在聖經哪裡找到根據呢？就是從亞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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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）還有「惟義人因信得生。」（哈二4）保羅依據這兩段經文，

貫穿整個舊約聖經脈絡，以聖經為根據將其神學化。經過這樣的過

程，有體系的信心就不會動搖，否則再好的經歷、再神秘的經歷也

會動搖。而且，容易因信心變得驕傲。我常看見一些人，因為有了

與眾不同的經歷，走上錯誤的路。因為沒有將珍貴的經歷神學化，

釀成不好的後果。所以，這三年的時間很有必要性。

阿拉伯三年也是準備的時間。凡事都要有一個準備期，沒有

準備，做不了任何事，有人問我：「牧師，我想做宣教士，去海

外宣教。」

「那麼，您做了什麼準備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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嗎？」

這一點道理也沒有，若要作宣教士，就要做好許多準備。

如果是女性，至少應該學習護理；如果是男性，應該掌握一兩門

專業技術。有位修水道的宣教士在韓國工作，他是修水管道的專

家。差往海外，必須掌握一門技術或其他的特長，我們要有所準

備。現今，醫生和教師都適合做宣教士，尤其是英語教師，聽說

很有吸引力，最近北韓正在加緊學英語的腳步，只要去教英語隨

時受到歡迎。  

宣教士要做的準備其實很多：學習傳福音、神學、語言和

當地文化、社會結構等。我有一絲憂慮，就是宣教士沒有經過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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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多大改變。

因為在韓國學宣教學的人並不多，沒經過學習和訓練的人一

旦差派出去，到當地，就會沒有計畫地按自己的想法做事。在文

化環境不同的國家，一味採用自己的方式，會出現許多讓人哭笑

不得的例子。

例如，前往泰國的宣教士，帶領泰國信徒晨更禱告，沒過

多久，他們卻一個個的倒下了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泰國氣候炎

熱，一般人早晨八九點鐘起床，開始工作，吃午飯後休息一兩個

小時，下午三點鐘又開始忙碌，接著吃完晚飯後工作到深夜，這

是當地的作息時間。試想，凌晨一兩點才睡覺，四點起來晨更禱

告，這樣行嗎？如果要把韓國的晨禱搬到泰國，應該在早晨八九

點鐘比較適合。

有位宣教士曾這樣說過：「我沒學過宣教學，卻前往國外宣

教，不知犯下多少錯誤，向他們提出不少荒唐的要求，結果失敗

告終。」作神的工必須先做好準備，學習各樣事情，若有宣教負

擔，就應該長期準備。

耶穌準備了三十年，只作了三年工。即使心中充滿傳福音

的熱情，保羅還是先去阿拉伯作了三年預備，他獨自一人在那裡

深思：「我是什麼樣的人？如何得救？我能做什麼？神有什麼旨

意？為什麼我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？」他領悟出這是神的安排，

正如加拉太書第一章15節記載：「然而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

出來、又施恩召我的神。」我們應該想一想，有了經歷，就要思

想，與神交通，忙於見人之前，先與神單獨見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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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長時間禱告後再處理，不禱告做事必定失敗。神在何烈山訓練

摩西以後，在西乃山向他說話。不管何時何地，總要有充分的時

間親近神、與神交談。

為能更加確定神的啟示，保羅在神面前禱告，因為這樣做，

不僅能知道神的旨意，又能夠訓練自己、操練靈性。逼迫信徒的

性格和心態無法做神的工，先把過去的錯誤洗淨、修正、去除，

雖然過程痛苦，但經過這樣的洗滌後，才能成為神的僕人，作神

喜悅的工。

在接受啟示的那一刻，保羅仍想確認：「主啊， 是誰？」

主回答：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。」在那種情況下，保羅還想

要確認，所以去阿拉伯三年，在那裡深思良多。

保羅重返大馬色

其次，保羅去了大馬色，這件事同樣具有重要意義。保羅

在大馬色途中遇見主，大馬色人盡皆知。悔改以後，在那裡做了

見證。高興之餘，保羅在各會堂傳耶穌，可是他沒有得到信任，

使徒行傳九章21節：「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，不是這人

嗎？並且他到這裡來，特要捆綁他們，帶到祭司長那裡。」

他們強烈懷疑保羅，認為這人不是間諜，就是來當奸細的。

而猶太教徒認為保羅背教，所以預謀害他。使徒行傳把這事描寫

得很清楚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即使保羅在大馬色教會做再美好的

見證，也沒有人相信。因為殘害信徒的人一夕之間變成見證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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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他去阿拉伯禱告三年將福音神學化、體系化。保羅將自

己在大馬色遇見主的經歷有系統的整理後，決心再做見證。先前沒

有禱告而做見證，保羅這一次有了長時間禱告，再去傳福音。

另外，過去他拿著公函逼迫信徒，這一次保羅卻帶著償債

的心來到大馬色：「我曾是逼迫信徒的人，帶來不少迫害，現在

我要償還這福音的債。」保羅一心想把福音和自己的經歷一一講

論給大馬色信徒聽，這是他前往大馬色的緣由。我們應該學習保

羅，即使失敗也要回到起點，充分的禱告後再重新開始，堅持不

懈地努力摘取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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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的第三個去處是耶路撒冷。他悔改後又過了三年，才去

耶路撒冷。不是一悔改馬上就去，而是經過三年禱告。這裡有個

重要意義，因為保羅單獨遇見耶穌，沒有必要跟人商量什麼，如

同加拉太書一章12節所提「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，也不是人教

導我的，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。」

保羅說，我所傳的福音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，我與神有直

接的關係，所以沒有必要跟別的人討論。可是，這並不意味著只

有他自己是正確的，如果保羅所傳的福音屬實，那彼得傳的福音

同樣屬實；如果基督確實活著，那麼就像給予保羅啟示一樣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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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要確立的是，他所傳的福音是直接從神而來的領受，並

且是由主親自呼召成為使徒，就是要把單獨領受啟示認識福音和

蒙召成為使徒連結在一起。這很重要，不但承認別人，又力求和

諧；更為可貴的是，他超越個人經歷和信心告白，進一步從教會

肢體的角度來思考問題。

保羅不只強調自己正確性，也認同別人。「如果我的信仰

經歷是重要的，別人的經歷也同樣重要。」這是從教會出發的態

度。當人們齊心協力愛護教會時，神的大能就會顯現。這段經文

裡保羅似乎顯得很苛刻，18節：「過了三年，才上耶路撒冷見磯

法，和他同住十五天。」只住了十五天，除了彼得，只見主的弟

兄雅各，別的使徒都沒有見面，保羅為什麼不見其他的信徒呢？

他可以與他們交通，或一起學習聖經，但是，為什麼保羅沒有這

麼做呢？

這都是為了強調他所傳的福音不是別人教導的，也不是由人

傳授的。而且，想說明這完完全全是福音，不是人們互相商量，

妥協後決定的教義，而是由耶穌基督直接傳授的。

雖然彼得和保羅蒙召的方式不同，但他們出自同一位，這種

關係非常重要，不是人為的、世俗的，是神直接給予啟示，所以

只想在小範圍內與他們接觸。

這裡能看出保羅用心良苦的信仰姿態，想要說明他的信心和

使徒權是由基督直接傳授，所以他謙虛的去了耶路撒冷，只見最

高領導人彼得和耶路撒冷教會的監督雅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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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第四個去處是敘利亞和基利家。21節：「以後我到了敘

利亞和基利家境內。」基利家指的是保羅的故鄉，基利家的大

數。從阿拉伯去大馬色，後來去了耶路撒冷，這次再回到故鄉，

讓我們想一想保羅回歸故里有什麼重要意義，保羅在羅馬書第九

章3節說到：「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

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」就是說，保羅將弟兄，骨肉看得比自己還

重要，懇切希望他們心有耶穌，建立信心。

出於這種心願，保羅首先回到故鄉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大家

想一想，有什麼特味食品，是不是很想給家人送去？有什麼好消

息，著急傳給心愛的人，傳福音也是如此，希望最親近的人、最

親的朋友，最親的鄰居可以接受福音，這個願望非常可貴，對自

己的親人沒有摯深之愛，怎麼可以愛別人？耶穌基督最後在地上

命令在使徒行傳一章8節：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

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和撒馬利亞，直到地

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

這意味著什麼？你往池塘裡扔石頭，水波從中間波及到四

周，由近處影響遠處，傳福音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因此，保羅先回

到故鄉，要為他的親戚朋友，近鄰傳福音，出於這個目的他去了

基利家。

今天的最後一段經文非常可貴，值得我們深思。22至24節：

「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，不過聽說那從

前逼迫我們的，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。他們就為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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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緣故歸榮耀給神。」雖然沒有見過保羅，但大家都得到消息，

從前逼迫耶穌的人現在傳揚他原先殘害的真道，大家耳聞保羅的

消息，就歸榮耀給神，為「掃羅的緣故歸榮耀給神」這是多麼美

好的見證。我們大家的傳聞怎麼樣？對你們的評價、傳到四周，

是歸榮耀給神呢？還是反遭人們指指點點？需要冷靜的想一想。

聽到保羅的消息，人們全都歸榮耀於神了，那麼，我們應該怎麼

做呢？

想一想我們教會，「盼望教會」的消息傳到四周，受人稱

讚，真應該感謝主，去世界各地，一談到首爾的「盼望教會」，

無不拍手讚揚，對教會評價很高。凡是教會，都應該有好傳聞，

一說某某教會，就應該讓大家異口同聲稱讚，這其實就是在傳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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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音，是各位傳福音的捷徑。

信徒應該讓人聽見好的傳聞，沒有其他特別容易傳福音的

方式，一說「我們教會充滿恩典，你們來看看吧。」這不就是傳

福音嗎？有一次，我妻子坐公共汽車，坐在旁邊的人拿出福音單

張，向她傳福音：「信耶穌基督吧。」

妻子問：「您去哪間教會？」

「我去所望教會，您來看看吧。」直到下車前，他還是努力

地向妻子傳福音。

教會能有這樣熱心傳福音的人，實在很感謝主，不論坐車，

還是遇見什麼人，我們都說：「你來教會吧。」這就是傳福音，

希望各位都能夠做到，教會的消息這麼傳出去。

每一個人的傳聞也是如此，透過親戚朋友鄰居就這麼傳出

去，讓大家聽到什麼樣的傳聞呢？應該讓聽到的人歸榮耀給神。

使徒保羅提到：「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。」各位，我們也要

讓別人對我們的傳聞，因為我們所做的事而稱讚，雖然沒有見過

面，可是聽到消息的人，全都歸榮耀給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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